
康橋之家前院長涉嫌性侵女院友，律政司因

證據不足撤控，事件觸發社會各界批評對院舍

的監管不足。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出席行政會

議前表示，有需要在各方面做好監管工作，而

勞工及福利局與社署等相關部門一直非常重視

院舍提供的服務水平。他又強調，檢控工作是律政

司根據法律意見提出，律政司亦曾就今次事件作出

解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表示，社署會於本

周稍後時間與有關家長、團體、持份者及立法會議

員開會，商討如何做好規管工作。 ■記者 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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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研院舍老闆報無罪記錄
特首：各方面做好監管 稱律政司已釋撤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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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今次事件的主角、康
橋之家前院長張健華，昨
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上否認
曾性侵或非禮案中事主。
他表示，法醫報告顯示事
主仍是處女，控方取得的8
份醫療報告亦顯示事主有
被迫害妄想症，並相信事
發當日女事主只是將其唾
液之類的體液，沾到自己
曾抹過精液的紙巾上，反
指自己才是受害者。
張健華昨日接受一個電

台節目的電話訪問時表
示，今次事件未經過審
訊，辯方未有機會出示證
據證明清白，有關指控對
他是非常不公平。他指有
一份法醫報告顯示，女事
主是一名處女，「我（面
對）的指控是與她非法性
交，咁佢係處女，性乜嘢
交啫？」他續說：「醫生
報告更寫她是一名有被迫
害妄想症的女仔，根本我
才是受害人。」

辯稱夢遺留精液紙巾
他憶述指出，自己有夢

遺，曾用紙巾抹精液並丟到
垃圾桶中，事發當日女事主
進入他的辦公室找東西，
「當時我曾飲過一包豆奶並
將它丟進垃圾桶，佢（女事
主）執咗豆奶出來再丟回，
不知是她的口水還是其他體
液，沾到我的紙巾。」

他表示，整理資料後會登報，讓大
眾判斷。

團體：說法難以置信
嚴重智障人士家長協會主席李芝融

對張健華的說法表示質疑，因以他所
認識的智障人士，會知道垃圾桶內的
東西不能吃、不能喝，認為他們不會
這樣做，並指事件反映智障人士的法
律權益不獲保障。學前弱能兒童家長
會發言人李劉茱麗亦指有關講法令人
難以置信，根本是砌詞，又指今次事
件向社會傳遞負面訊息，擔心子女出
外以至融入社會的問題。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昨日在
一個場合上表示，勞福局與社

署均極之重視今次事件，而事件中的
女院友目前在一所資助院舍內得到適
當照顧。他指出，社署正重點監察涉
案院舍的質素和情況，包括於上月進
行了密集巡查，事發後亦不斷加強監
察和突擊巡查，認為它在環境、衛生
及管理方面都有不足之處，已向其發
出勸喻信要求糾正，至今仍有未達標
地方，社署正等待律政司意見以決定
後續跟進行動。

多管齊下保院友福祉
張建宗表示，當局會就今次事件從
各方面汲取經驗，看看如何在監管方
面做得更好。他強調，當局對修訂
《殘疾人士院舍條例》持開放態度，
但因修例需時，目前首要是在行政措
施方面看看有何改善之處，例如索取
法律意見，考慮對新開設的院舍的持
牌人或經營者，要求申報有沒有犯罪
記錄，或向社署提供其過往的行為資
料作參考等。當局會徵詢法律意見，
看看其可行性，「我們會數條腿走
路，多管齊下做好規管的工作，確保

院友的福祉得到充分保障。」

表現質素差可「殺院」
對於該名院長已涉及兩次風化案，

但社署仍繼續向其發放豁免證明書，
張建宗指兩件事要分開來看。他解釋
指出，豁免證明書純粹是因為2013年
6月《殘疾人士院舍條例》正式實施
以規管院舍，很多院舍當時在設備方
面未必能即時達標，部分需要進行更
改工程，因此當局有一個比較寬鬆的
做法，但並非永遠豁免，一段時間後
也要遵守，「豁免是純粹因為該些院
舍不能即時做到改動工程，與其質素
和服務表現是沒有關係的。」他強
調，若有院舍表現或質素不好，當局
會採取措施，包括不准其繼續經營。
對於該名院長昨日曾發表言論，聲
稱自己才是受害者，張建宗指不評論
其言論，對方亦已離職逾兩年，「最
重要的是我們要實事求是，關心院友
的福祉，特別是要受到充分的保障，
任何這些事件我們都不會掉以輕心，
並會全面評估、衡量我們可以做什
麼，確保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完
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聶
曉輝）今次事件反映現行監管制
度存在問題。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行政總裁蔡海偉昨日表示，社署
向院舍批出豁免證明書為求讓有
關院舍有足夠時間改善硬件服
務，以符合規定，而非針對人手
等軟件服務，但認為現行《殘疾
人士院舍條例》有加強空間。他
又指出，目前院舍服務供不應
求，不少殘疾院友輪候公營院舍平均需時10
年至12年，令部分院友家屬退而求其次選擇
入住條件較差的私營院舍。
涉案院長去年已未有為其社工牌照續期，惟

至今仍未能因而責以處罰，蔡海偉建議加強及
提高有關院舍負責人的監管及要求，包括加入
需為註冊社工、註冊護士或有接受專業進修等
要求。若有違反即可被除牌，加強阻嚇力。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亦表示，此案的受害人基

於受到精神創傷未能作供而撤銷控罪，反映程

序本身對於受害人的保障存在漏
洞，妨礙公平公正的審訊程序，强
烈要求司法機關檢討現行對性罪行
受害人得到公平裁決機會的保障。
協會又指，社署應提升現行監管及
執行的透明度，例如《殘疾人士院
舍條例》在性罪行的處理機制及指
引上的有效性及阻嚇力，並檢討性
罪行定罪記錄查核機制之成效。

智障人士出庭存「技術問題」
新界社團聯會副理事長、元朗區議員趙秀嫻

指出，智障人士被侵害，要與智力正常者對證
其實是處於下風，事件反映律政司現有制度存
在很大的灰色空間，雖有協助精神上無行為能
力人士的司法措施，卻仍受制於女方無法出庭
的「技術問題」，律政司需盡快檢討及補救。
她又希望社會工作者註冊局能正視問題，應

社會聲音對涉案前院長展開紀律聆訊；社署亦
要提升院舍的監管質素。

團體促院舍修例增阻嚇力

■蔡海偉 趙虹攝

■梁振英 劉國權 攝

■張建宗
■張建宗指，獲發放豁免證明書的院舍並非永遠豁免。圖為康橋之家
門口。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 山東報道）2016

智能製造高峰論壇暨家

電業智能製造創新戰略

聯盟大會日前在青島舉

行，中國電子技術標準

化研究院物聯網研究中

心主任胡靜宜在會上發

佈了以海爾互聯工廠模

式輸出的國家和家電業

智能製造標準框架體

系。這是內地家電業首

個智能製造標準化模

型。

■海爾輸
出家電業
首個智能
製造標準
化模型。
本報山東

傳真

據悉，此次發佈的家電智能製造標準框架體系是
承接國家智造模型，構建的覆蓋全架構、全周

期、全業態的互聯工廠模式和標準體系。論壇期
間，由海爾牽頭，聯合中國機械工程學會、中國信
通院、中國電子技術標準化院、清華大學、中國電
信等共同倡議，成立全球家電業首個智能製造創新
戰略聯盟。該聯盟還與中國製造業知識服務聯盟達

成戰略合作。同時，包括海爾、菲尼克斯、和利
時、瀋自所等聯盟成員單位也結成了聯盟內的戰略
合作。

設首家工業智能研究院
目前海爾已建成了包括5個整機和2個模塊化工

廠在內的7大互聯工廠，能夠為行業在前端生產製

造環節提供先進樣本支持。除此之外，海爾還投
建了業內第一家工業智能研究院，將互聯工廠的
模式和標準對外輸出，對規範整個製造行業的
「智造」標準起到了積極影響。同時，海爾互聯
工廠還推出了包括定製洗衣機、空調，迪士尼定
製冰箱等多款定製家電，為互聯工廠模式落地提
供了產品支撐。

智能家電標準納海爾模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兵
成都報道）歐盟駐華使團科
技參贊薄思睿、歐洲創新政策
專家曼弗雷德．霍瓦特，以及
前中國駐奧地利大使館科技參
贊葉建忠等一行日前來到成都
高新區，宣講歐盟創新政策，
深化川歐兩地在創新創業方面
的交流合作。
據悉，是次活動由歐盟駐

華使團、歐盟委員會科研總
司主辦，歐洲創新政策智囊

團特邀專家曼弗雷德．霍瓦
特擔任主講嘉賓。「本次大
講堂旨在讓更多企業了解歐
盟政策，推進成都高新區創
新政策與國際接軌。」成都
高新區相關負責人說，了解
歐盟國家最新的創新政策和
成功經驗，為成都高新區企
業「走出去」提供了導向。
截至目前，成都高新區與28
個歐盟成員國的60個機構建
立了廣泛的合作關係。

歐盟赴川推廣創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
鴻 深圳報道）萬科經營的商
業地產再度引人關注，萬科第
五園九期商業中心萬科里購物
中心日前正式開業，吸引了天
虹商場、老西安、星巴克等數
十家商超、飲食和教育培訓等
入駐。深圳市萬科商業與產業
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姜
浩表示，目前萬科在全國大力

發展商業地產，已經在全國
60多個城市拓展相關業務，
並在一二線城市開設了20多
個購物中心，在廣州和廈門設
立了社區商業中心，通過引入
第三方為居民提供美食和兒童
成長等業務。
此次在萬科第五園開設萬

科里購物中心，無疑是萬科拓
展商業地產業務的新嘗試。

萬科里購物中心開業

■萬科里購物中心開業，吸引了數十商家進駐。 李昌鴻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應江
洪 新疆報道）烏魯木齊綜合
保稅區國際貿易服務區日前
正式開工奠基。國際貿易服
務區佔地約219畝，總建築
面積約68.4萬平方米，計劃
分期滾動開發。此次開工奠
基的是國際貿易服務區的1

號、2號和7號三個區域，由
7棟多層裙房和13棟高層塔
樓組成，建築面積約25.28萬
平方米，總投資15億元，力
爭2017年底投入使用，為已
簽定的保稅商品展示交易、
跨境電商、產業鏈供應等項
目落地做好承接。

烏魯木齊國際貿易服務區開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進 南
寧報道）繼3月份獲得「2016年
中國十大超級豪宅」之後，位於
廣西南寧白沙半島的凱旋1號再
登上「2016年亞洲十大超級豪
宅」排行榜。據悉，在亞洲十大
豪宅榜單中有6席豪宅位於中
國，而南寧是唯一的非一線上榜
城市，也是唯一的西部城市。凱
旋1號項目公司董事長、法籍華
人鄭泉近日透露，僅360戶的凱
旋1號歷經15年建造期，於10月
1日正式全球首發。

十大豪宅中國佔六席
由世界企業家集團、《世界企

業家》雜誌、世界地產研究院主
辦，《總裁》雜誌社聯合編制並
發佈的2016（第七屆）《亞洲10
大超級豪宅》排行榜日前在香港
揭曉，印度首富安巴尼的私人豪
宅安蒂拉排名第一，香港山頂豪
宅 TWELVE PEAKS 排 名 第
二，上海壹公館排名第三。內地
其他入選的豪宅項目還有：廣東
深圳東海國際公寓、天津的美墅
金島、廣西南寧的凱旋1號和江
蘇蘇州的融創．蘇州壹號院。據
世界地產研究院報告稱，過去5
年全球豪宅價年漲約4%，而亞洲
豪宅年漲約8%，主要受中國豪宅
市場暴漲的影響。

凱旋1號膺亞洲十大豪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洪嘯 北京報

道）全球能源互聯網高端論壇近日在京
舉行，該論壇旨在總結去年國家主席習
近平在聯合國發展峰會提出構建全球能
源互聯網後的推進情況。來自全球各國
專家認為，全球能源互聯網建設已具備
基礎，全球電網聯通不僅是世界能源向
清潔能源轉型的契機，亦是世界經濟向
低碳轉型的平台，並將成為拉動全球經
濟復甦的綠色引擎。

亞洲推「1+5」電網互聯格局
全球能源互聯網發展合作組織主席、

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理事長劉振亞在論
壇上指出，全球能源互聯網發展正在向
戰略實施、共同行動階段邁進。未來在

亞洲，要推動形成中國和東北亞、東南
亞、中亞、南亞、西亞六大電網構成的
「1+5」電網互聯格局。在非洲，要加快
大英加等水電、北非太陽能發電、東非
風電的開發和外送研究。深化亞歐、非
歐、亞非、南北美電網互聯格局和大容
量輸電通道研究，推動跨國跨洲聯網項
目早日突破、發揮作用。
全國政協常委、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

則認為，中國國家電網公司引領和推動
全球能源互聯網的發展是世界經濟低碳
轉型的重要平台，為發展低碳經濟、實
現能源變革轉型的系統性解決方案；還
將拉動經濟增長、促進產能升級，要優
化能源結構，提高能源效率，成為世界
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全球能源互聯網促低碳轉型


